
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财经发展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重点资助项目（5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双碳”战略下的碳会计研究 蒋琰 南京财经大学

2 ESG信息披露助力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
理与路径研究 

刘静 南京审计大学

3 “两争一前列”要求下江苏国有企业世界一流
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研究

肖侠 江苏海洋大学

4 国家审计职业化的内涵及其建设路径 李明辉 南京大学

5
中小企业线上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估及
融资匹配研究  王凤羽 徐州工程学院

二、一般资助项目（6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新会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对接模式和路
径研究

蒋建华 三江学院

2 数智化视域下公立医院智慧财务系统建设
研究

金千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3 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以对外农
业投资为例    

刘爱军 南京农业大学

4 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张世福 南京市财政局

5 “双碳”战略下的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策略
研究

周猛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经济安全视角下的金融与会计发展研究 田丰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

7 跨境电商海外仓投资及运营风险应对研究 平焱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 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及其对策研究——以
江苏A公司为例

曹俊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9 企业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以南
京LY集团公司为例

周晓兵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0 强监管形势下组建江苏省金融控股公司的
研究

黄珊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11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国有集团投资风险管控
体系研究——以A集团为例

徐定昊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2 高碳排放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与提升
对策研究

谢煜 南京林业大学

13 城轨业务基于业财融合提升应收账款周转
率的应用研究　

孙李静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
司

14 基于业财税融合的企业精益管理研究——
以J商业企业为例

徐惠强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下的“一院多区”
资产管理同质化研究

汪丹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次优选择与更优
方向：机制设计理论视角

江滢 江苏省审计厅

17 基于胜任力的高校管理型财务队伍建设研
究

顾国庆 江苏开放大学

18
省级电网公司决策任务管理流程优化与实
施效能评价研究 酆尘颖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南京供电分公司

19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资产化机理分析与实
现路径研究

吴艾莉 南京财经大学

20 一流大学目标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构建 朱芳 江苏师范大学

21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初创期融资问题
研究

芮鑫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2 业财融合助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方法研究 姚利华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23 基于业财税融合的企业精益管理研究 陈红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 我国电力行业ESG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 韩静 东南大学

25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分
析 及对策研究——以南京银行为例

葛广宇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6 基于数据挖掘的公立医院DRGs智能成本管
理研究——以南京市儿童医院为例

文雯 南京市儿童医院

27 中国工程企业境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风险识别与化解研究

贺正齐 河海大学

28 智慧财务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贲慧 江苏省人民医院

29 “双碳”战略下数字经济驱动江苏高质量绿色
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赵霞 苏州科技大学

30 基于HD房地产项目财务风险视角的江苏建
筑业 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钟 江苏省建设经济会计学会

31 基于亚马逊平台的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存货
管理研究

贾富华 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



32 江苏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结构治理研究 岳中刚 南京邮电大学

33 数字化转型赋能江苏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汤晓建 南京农业大学

34 数字经济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研究-以
医科院皮肤病医院为例

那晓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
病研究所）

35 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问题研究 高峰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36 绿色信贷风险监测及优化控制研究　 赵湘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7 企业ESG披露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 顾水彬 江苏大学

38 高等学校成本核算案例研究——以H大学为
例

王得祥 河海大学

39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省属高校临床医学生标
准成本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倪丁花 南京医科大学

40 基于新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生物资产
业务核算研究

张建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 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
研究

沈爱凤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2 煤炭行业ESG报告编制与披露问题研究
——以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崔恒文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43 企业ESG报告编制的问题及优化研究 盛天翔 南京农业大学

44 中外合作办学成本核算案例研究 张慧丽 东南大学

45 “管资本”模式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内部审计
体系构建研究——以GJ集团为例

刘旭
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46 成本导向下的高校财务数据治理研究 李小平 南京中医药大学

47 防范数字金融风险的审计应对机制研究 程博 南京审计大学

48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钱红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49 基于会计人才需求的智能化时代高等会计
教育转型研究

汤颖梅 南京农业大学

50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公立医院 大型医用设备
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杨春霞 盐城市中医院

51 基于审计视角下的医院经济合同全生命周
期管理研究

姜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52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安全治理问题研究 吴星泽 南京审计大学



53 数字经济视角下的银行客户价值经营研究 李莉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54 职业本科会计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陈晓梅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 主动防御式财务监督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潘瑞瑞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超高压分公司

56 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机制讨论与经验
证据

仇冬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7
二级管理模式下高职院校绩效改革路径研
究 ——数据治理与分析探析

俞红梅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8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背景下高校教育成
本核算体系构建研究——以省属A高校为例

王向华 南京邮电大学

59 医用耗材供应链（SPD）管理效果多维评价
及优化策略研究

袁敏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60 基于国家治理的审计职业化和审计干部队
伍建设研究

吴蓓蓓 江苏省审计学会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35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常州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问题研究 刘东皇 常州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2 大数据税收征管背景下税收优惠助力高质
量发展研究

朱乃平 江苏大学

3 基于“双核算”视角的高职院校预算绩效
评价研究

张娟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 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 荀继尧 西交利物浦大学

5 “双碳”战略下碳绩效度量及其对低碳项
目投资的战略优化

刘悦 江苏大学

6 数字化赋能江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效果及对策研究

张兴亮 南京审计大学

7 数字经济赋能高校财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慧敏 南京工业大学

8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多案例研究 姚正海 江苏师范大学

9 投资并购商誉的风险识别与管控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例

谌聪明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0 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问题研究 王科文
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1 新经济背景下地方国有企业一流财务管理
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董新平
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2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政策风险管理研究 刘小萌 金陵科技学院

13 高端核心部件企业全面质量成本管理应用
研究——以XY公司为例

翟吉红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14 平台经济税收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孙开宝 淮阴工学院

15 预算一体化在高校的实践与思考 李敏 中国药科大学

16 构建研究型金融审计的探索与思考 孙东 南京审计学会

17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与审计对策研究 颜节礼 江南大学

18 基于“大智移云”的高校智能财务信息化
研究　

马媛媛 金陵科技学院

19 基于数据循证的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系统的
构建与应用

章倩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 数据资产会计处理及风险管理研究 庄雷 南京工业大学

21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现金流与债务管理研究
——以南京地铁集团为例

华杰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2 “智慧社会”江苏中小企业财务数字化转
型问题研究

赵敏如 江苏省商业会计学会

23 煤炭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研究 刘三兴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24 高校成本核算模型构建与应用——以JSJM
校为例

石亚琴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5 A公司业财融合信息化集成应用研究 盛丰
江苏道金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26 会计“十四五”规划下智能财务对高校数
字化转型研究

史悦君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7 双碳战略目标下江苏绿色供应链金融服务
质效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窦亚芹 南京工程学院

28 数字金融赋能江苏“专精特新”小微企业
高质量发展研究

吴冰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9 双碳背景下江苏企业ESG报告编制与披露问
题研究 

金颖 金陵科技学院

30 江苏农业企业 ESG 报告编制与披露问题研
究

徐雪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31 BI赋能江苏船企目标成本管理研究 崔健波 江苏科技大学

32 智能财务系统下提升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数
据质量研究

孙新章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3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绩效审计研究 王芳 南京审计大学

34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高质量发展研究 韩哲英 徐州工程学院

3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高校财务支撑力研究 张莉莉 淮阴工学院


